
近年来，农业生产已
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
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
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
段。

夏收“农忙不见人”
“种粮人”在哪里

04│特刊

□本报记者 赵力文

从躲着不见，到坦诚相见；从被动
应付，到主动邀请；从不待见，到分外
亲……今年，河南众多企业负责人面
对环保治理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态度的改变，缘于今年春节过后，
省生态环境厅联合 8个省直部门开展
的一项活动，即“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
企”绿色发展服务活动。这次活动的
主要内容，是组织省、市、县环保专家
走进企业，开展帮扶服务，进行环保

“义诊”，帮助企业寻找治污对策、研究

绿色发展方案。
“我们是受益者！原来我这个厂

由于治污水平低，多次遭到生态环境
部门通报批评，‘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
企’绿色发展服务活动开展后，我们慢
慢发展成为当地砖瓦行业的标杆企
业。”光山县星兴机砖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稀荣对服务活动很认可。6月 3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省、市、县的
专家亲临指导，根据公司的情况指导
除尘，建议直接上湿式电除尘器，一次
到位，“后来了解到有的同行走了弯
路，感到自己很庆幸！”

从“很怕”到“很亲”，折射出我省污

染防治攻坚理念、方式和作风的转变。

【变化之一】 环境部门从只
挑毛病到帮助想办法

“以前环保部门来查我们，只讲问
题，说这一点不中，那一点不行。问题
怎么解决呢？要靠企业自己摸索，这
个过程是非常难受的。”禹州市金品建
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范银仓感受到，这
次专家来企业不一样了，毛病照样挑，
重点却是帮忙解决问题。

范银仓觉得，与以往各类环保督
查、检查、巡查不一样，“千名专家进百

县帮万企”活动中，生态环境部门的领
导和行业专家到企业排查调研，从生态
文明理念、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意义、
改善环境质量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到企
业提升环境治理水平、改进生产工艺，
给企业进行详细讲解，“真心帮助我们
发现问题，帮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

变化来自理念的转变。
随着我省污染防治攻坚进入关键

期、深水期、瓶颈期，企业面临思想困
惑多、信息获取渠道少、治污能力不足
等现实问题，影响了污染防治和绿色
发展深入推进。

（下转第三版）

HENAN DAILY

第24705号
今日20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9年6月 日
星期二 己亥年五月初二

4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 月 3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
国生主持会议，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全省党员中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执政70周年之际，在全党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
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针对性、指
导性强，为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们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
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把准方向、结合实际，统
筹兼顾、注重实效，组织开展好主题教
育，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
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会议强调，要把握关键、突出重
点，把坚定信仰作为出发点，把对党忠
诚作为着力点，把联系群众作为支撑
点，把持续奋斗作为落脚点，做到真学
真信真用，进一步形成学的氛围、严的
氛围、干的氛围。领导干部要率先垂
范，自觉把自己摆进去，防止只抓下
级、不抓自身，带头树立良好形象。要
用好的作风抓，防止流于形式，对问题
提前预判、有效防范，坚决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要用生动的载体抓，防
止内容空泛，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
用。要用统筹的方法抓，防止工作脱

节，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改革发展稳定
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
促进。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国地方政协工
作经验交流会主要精神，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
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进一步明
确市县政协定位和职责，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深入调查
研究，创新思路方法，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动地方政
协工作实现创新发展。③8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
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
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

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
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
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广大人
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
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

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
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
贡献。

习近平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
2016 年 12 月，他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
度，（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从单一监管到贴心帮扶

喜看“治污之变”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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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白秋津 王冰珂

一架当前世界航空市场高占有
率的现代化喷气式支线客机静静矗
立 在 绿 树 丛 中 ，干 净 整 洁 的 机 舱
里，身着标准航空制服的学生正在
有丰富航空经验的老师的带领下开展
实训……这是 6月 2日记者在平顶山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见到的
一幕。

据了解，该校航空学院于去年 6
月揭牌，是由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与云华教育科技集团为培养航空
服务领域专业人才共同成立的特色
学院，是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
产业布局实施开展的校企合作联合
办学重要项目之一，也是平顶山市
第一所专业的航空类职业学院。学
院开设有空中乘务、民航运输、机场
运行、民航安全技术管理、民航空中
安全保卫、高速铁路客运乘务六大
专业。目前，已与全国 50多家航空、
机场、铁路客运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
协议，为莘莘学子提供了广阔的就业
平台。

“根据《河南省民用航空发展十

年规划（2011—2020）》，民航优先已
成为河南省重要的发展战略，这表明
对民航人才有了新的需求。因此，航
空学院的成立，意味着她将成为重要
的民航人才培养基地，对进一步完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民航事业快
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云华教育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平顶山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院长詹雨
欢说。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
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
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
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

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近年来，作为为数不多的国有特
大型企业主办的高职院校，平顶山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主办）充分发挥企业办学、校企一体
优势，面向市场、面向产业、面向企
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并实施
了“招、培、就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贴着产业办、课程对接岗位建、
教学围着生产转、教师师傅角色换，
大力实施“万百百千”（助力集团万名
矿工大转岗，实现百名教授进工厂、
百名技师上讲台、千名学子下车间）

工程，推进产教融合，为科教兴豫、人
才强省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该校获教育部、财政部
批准，成为首批 28 所国家示范性高
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之一，2009 年
顺利通过国家验收；2009 年 1月，荣
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同年，又荣
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2017 年，成为国
家级优质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2019 年，顺利被推荐为国家级优质
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各项事业
保持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核心竞
争力显著增强，整体实力稳居河南省

职业院校前列。
“第四次产业革命、高端智能制

造、‘中国制造2025’等对制造业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而产教融
合被寄予空前厚望，也是高职教育发
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之路。我们主动
对接大型、知名企业,推进产教深度融
合、校企深度合作,培养‘零适应期’高
端技术技能人才，走内涵式和高质量
发展之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平顶山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李树伟说。

（下转第十一版）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 打造职业教育“航空母舰”

详见09│综合新闻

6月3日，第十一届安
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在安阳航校开幕。图为飞
机与摩托车竞速表演。
新华社发

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李英华

“这边收了麦，第二天就要种。现在天有点旱，
我们种上高粱就浇水，一直到下雨为止，让庄稼能
喝上‘透墒水’。”6月3日，在邓州市林扒镇南朱营村
高粱地里忙碌的沈兴新说，在他身后，6万亩高粱刚
刚播种完毕。“我们种的是‘红缨子’，属于糯高粱，
耐蒸煮，是高端白酒的供应原料。”

“夏播无早，越早越好”，说的就是秋作物早种一
天、早管一天，增产的效果就十分明显。当我省夏收
由南到北依次展开时，已经收获的地方争抢农时，进
入夏播阶段。截至6月 3日，我省夏收将近一半，夏
播面积已经有872万亩，其中粮食作物490万亩。

夏播是调整种植业结构的一个关键时期。如
何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产出
和产能、数量和质量、生产和生态、增产和增收的关
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力调整秋作物种
植业结构，以“四优四化”为重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就是一个有效途径。

5月 30日，在超级产粮大县邓州，记者通过多
地走访，亲身见证了当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探索。

保证口粮安全前提下改革

“开始收麦以来，我这里已经从农民手里收了
300万斤，今年有望收到 500万斤。”邓州市高集镇
堰陂村村民王长肖说，今年小麦品质好、价格高，来
卖粮的农民笑声不断。

“今年邓州市小麦品质好，地头价从 1.03元到
1.05元、1.06元，一直在攀升。”邓州市农业农村局高
级农艺师李符说，本地和外省粮食加工企业竞相前
来收购。

“邓州市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预计小麦总
产将超过 20亿斤。”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冀洪策说，只有在保障粮食生产、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的基础上，才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
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从而实现粮
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种植结构越调越优

在王长肖的粮仓东边，就是他的蔬菜种植基地，8个无公害蔬菜大棚内，
茄子、辣椒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我种的这棚辣椒能收到 8000斤。”王长肖
说，按照现在市场批发价每斤5.5元算，能收入4万多元。

在省、市农业部门支持下，特别是省农科院与邓州市实施共建后，王长肖
的蔬菜基地从 100亩迅速发展到了 1700多亩，再加上台资注入，435个温室
大棚正在建设。

“我们有意引导农民种植优质蔬菜，近年来全市蔬菜种植从 30万亩（次）
向55万亩（次）迈进。”李符说。

近年来，邓州市秋粮种植结构逐步调优，花生从25万亩增加到110万亩，
其中优质花生占到了70%；籽粒玉米面积持续压减，大豆种植面积从2万亩恢
复到15万亩，优质林果从5000亩增加到6.5万亩，酒用高粱、谷子、绿豆等小杂
粮面积也在稳步扩大。

邓州市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省改革实践的一个缩影。
以“四优四化”为重点，我省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省农业农

村厅的数据显示，以优质小麦为例，全省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204万
亩，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的1/7；花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200万亩，居全国第
一位，其中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一半以上；优质林果达到1450万亩；优质
草畜走出了一条秸秆换肉换奶、循环发展的路子，畜牧业产值居全国前列。此
外，大豆扩种，蔬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面积也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省农业结构越调越优，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农业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农民的种植收益也越来越高。从筑牢大厨房，
到丰富大厨房，再到做优大餐桌，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履铿锵。③9


